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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長鬃山羊為台灣特有種 ，於台灣分佈

廣泛，且由接近平地到玉山主峰都有，不過仍以中

高海拔山區從 公尺至 公尺海拔最為普

遍 。

近年來許多研究人員相繼於不同地區發現野生

反芻動物之皮膚病現象。 年在台東太麻里溪

流域，以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記錄了許多山羌

（ ）和台灣長鬃山羊

（ ）個體具有局部脫毛之現象

。在玉山國家公園東部，從 年底至

年間亦發現過野生長鬃山羊具有嚴重皮膚病 鍾

榮峰，個人聯繫 。台東延平林道於 年底也發

現過一隻有嚴重的皮膚病變的長鬃山羊，該個體虛

弱且移動困難，其病變則包括嚴重脫毛、皮膚龜

裂、厚痂皮等 黃永坤，個人聯繫 。

於丹大地區所收集之原住民訪談資料中 ，

亦提及長鬃山羊之皮膚病現象，且原住民認為該皮

膚病會傳染給人類。本文作者於台東及高雄地區的

原住民獵人訪談中，也常提到於冬季較常發現患有

皮膚病的長鬃山羊。但上述許多有關台灣野生反芻

獸皮膚病之現象並沒有詳細的皮膚病變及臨床症

狀，同時也未曾對其病因或相關流行病學進行過研

究。

本文描述二隻野生長鬃山羊之疥癬（

）感染病例，以及所造成之病變，並探討疥癬

對其族群可能造成之影響。

病例報告：野生台灣長鬃山羊（ ）

感染疥癬之首次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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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長鬃山羊疥癬感染

年 月 日，作者於高雄縣桃源鄉石山

林道一處崩壁旁發現一隻雄性、亞成年（第三顆臼

齒未發育）的長鬃山羊（ ），因該個體呈現

嚴重皮膚病灶，隨即以物理保定方式採集皮屑樣本

以進行實驗室檢測，於保定過程中該個體並未呈現

掙扎反應，採樣完畢後原地釋放。

第二病例係 年 月 日，於高雄縣茂林

鄉由轄區員警查獲獵人非法捕獵之成年、雄性個

體，於查獲後轉送至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

收容中心進行急救，但該個體於到達後不久就因為

嚴重脫水而死亡。該個體同樣具有局部皮膚病灶。

實驗室檢測包括，將採集之病灶區域之皮屑樣

本浸泡於 氫氧化鉀溶液中溶解皮屑及毛髮，

低速離心後吸取下層溶解後之皮屑，於光學顯微鏡

下進行初步病因判定後，以 酒精溶液保存，

並製作疥癬標本及鑑定種別。

病例一之臨床症狀呈現虛弱、行動緩慢，皮膚

病灶包含脫毛、嚴重皮膚鱗片化、硬痂皮與裂隙形

成（ ）、後肢皮膚龜裂（ ），皮膚病灶

分佈於全身但以臉部、脅部、胸腹部、鼠蹊部及前

後肢最為嚴重。病灶可見二種不同型態之疥癬大

量寄生，但未發現其他外寄生蟲或黴菌之感染。第

一種疥癬之成年型態特徵包含雄之所有對足及

雌之一、二對足末端跗節具有未分段之長柄吸

盤，四對足粗短；第一、二對足突出於身體邊緣，

第三、四對足則否；雄之第三對足及雌之第

三、四對足末端具有長毛。體呈圓型，肛門位於

體末端，背側後足體末端可見成對之棒狀毛，於雌

背側後足體中央可見大量的棘（ ），依其

型態特徵判定為穿孔疥癬（

（
）（ ）

（
）

（ ）

（ ）
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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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。第二種疥癬之成年型態則為對足

跗節具未分段之短柄吸盤，雄之尾端具有一對分

節之尾葉，於尾葉上之匙型毛長約 （

），依其型態學特徵判定為德州食皮疥癬

（ ） 。於病

例一的皮屑樣本中同時可見大量不同發展時期及性

別之兩種疥癬存在於病灶區。

病例二個體因送達收容中心時為麻醉狀態，且

於當晚死亡，因此未記錄其臨床症狀，其皮膚病灶

與病例一個體類似但較為輕微，未出現後肢皮膚龜

裂之情形，且其病灶之分佈主要集中於頸部腹側

面。於皮屑樣本中同樣可發現大量寄生的德州食皮

疥癬，但並未發現任何穿孔疥癬蟲或其他病原之

感染。

疥癬廣泛感染於全世界各種家畜動物、野生

動物及人類，屬於蜘蛛綱（ ）、形目

（ ）的無氣門亞目（ ）；而由

於同屬無氣門亞目的 、

及 三個科，都會同時引起動物及

人之皮膚病變，因此被統稱為疥癬 。

穿孔疥癬曾導致許多野生動物族群嚴重死

亡，甚至造成某些物種區域性之滅絕，如丹麥

島之紅狐（ ），而於歐洲南部

山區，穿孔疥癬蟲也是造成岩羚羊（

）及大角山羊（ ）死亡之

主要原因 。穿孔疥癬也曾造成阿爾卑斯山區

內之岩羚羊超過 的死亡率，以及西班牙北部

國家公園內之大角山羊超過 的感染率

和超過 的死亡率 。其他曾受到衝擊之野生

動物族群還有：澳洲袋熊（ ）、

北美洲之犬科動物和非洲之偶蹄類、靈長類及犬科

動物 。至今，已經在分屬 目、 科的

種哺乳動物身上發現過穿孔疥癬的感染

。

穿孔疥癬生活史主要分成五期，分別為卵、

幼蟲、第一期若蟲、第三期若蟲及成蟲。當其感染

宿主時，鑽入宿主表皮之角質層至刺狀層之間，並

以宿主之細胞及組織液為食；雌之壽命約為

週，會將卵產於鑽入表皮所產生之隧道中，每天約

可產 顆卵，卵於 天內孵化，而發展至成蟲約

需 天 。穿孔疥癬具有許多變種，

可適應各種不同的宿主，也因為各變種具宿主特異

性，因此不易感染其他物種 。

食皮疥癬（ ）主要感染各種

反芻動物，目前的研究集中於家畜動物，於野生動

物中，曾記錄被感染之物種只有日本長鬃山羊

（ ） 及分佈於以色列之瞪羚

（ ） 。但是對於食皮疥癬是否

會影響野生動物的族群，或甚至造成族群衝擊至今

仍未有相關研究。其寄生位置主要為宿主之表皮淺

層並以皮膚之皮屑為食，雌每天於皮膚表面約可

產下一顆卵，其他生活史類似於穿孔疥癬，但其

對於反芻類動物並無宿主專一性 。

本文所描述的兩隻台灣長鬃山羊個體病灶分佈

位置及所造成之皮膚病變，與其他物種感染穿孔疥

癬及食皮疥癬類似。疥癬所造成之皮膚龜裂

以及脫毛病變常造成感染個體之行動困難及禦寒能

力下降，進而造成虛弱、二次性細菌感染、易受天

敵獵捕或低體溫死亡等結果。過去研究發現，此兩

種疥癬所造成之病變及分佈位置並無明顯差異，

但穿孔疥癬主要為鑽入表皮組織並可深入至棘狀

層，而食皮疥癬蟲則局限於表皮之表層。於本文兩

病例中，均可發現食皮疥癬之寄生，但穿孔疥癬

則只見於病例一，且其病變程度遠較病例二嚴

重，由於過去未有任何物種同時感染此二種疥癬

之記錄，是否因為同時的感染而加劇其組織之傷

害，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兩隻長鬃山羊案例所出現的時間皆為冬季。許

多研究亦發現，穿孔疥癬或食皮疥癬之感染均

呈現顯著季節變化，兩種外寄生蟲感染均好發生於

冬季 。雖然環境之溫度及溼度是造成

這兩種疥癬季節分佈之主要原因，不過，宿主之

（ ） 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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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狀態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。

在台灣，長鬃山羊皮膚病最早之病例記錄為

年，之後相繼於不同區域發現具有皮膚病病

灶之個體，但多數並未描述其皮膚病變，因此無法

判定是否由疥癬所造成；不過，根據影像記錄來

判定，於 年 月玉山國家公園大分山屋附近

所拍攝之個體（鍾榮峰，未發表資料），應該為最

早具有典型疥癬感染之皮膚病變記錄。雖然，疥

癬存在於台灣反芻獸族群中之時間仍無足夠資料

以供判斷，但由於 年之前未有相關之記錄，

且 年之後開始有多筆記錄，因此，疥癬於

自然族群之發生有可能為近期所引入。其他地區對

於疥癬之研究發現，疥癬被引入野生動物族群

的初期，常對族群造成衝擊，而當宿主族群量夠大

時，族群可自行恢復穩定狀況，但如宿主族群量低

時，疥癬之衝擊就可能無法回復 。在保育

上，於穩定族群中之疥癬感染可不利用人為方式

加以控制，但如為小族群時，則可考慮以

類藥物（首選藥物 ）投予自然族群

以控制疥癬之發生 。

由於台灣長鬃山羊為主要的狩獵物種，且狩獵

季節多集中於冬季 ，再加上疥癬之季節性流

行特性，有可能會造成其族群的額外壓力。截至目

前為止，所記錄之可能病例發生地點包含台灣中南

部（玉山國家公園東部、丹大地區、高雄縣及台東

縣）山區，因此，有必要針對這些區域的長鬃山羊

或其他反芻動物族群，進行較大規模且深入之流行

病學研究。而其他區域是否也有疥癬感染的情

形，以及其存在之時間、涵蓋範圍和嚴重程度如

何，也有必要進一步確認，建議可同時進行原住民

訪查，以及檢視國內舊有的標本，以期在最短的時

間內獲得最多的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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